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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飞

换季中的母爱

杂谈门撑子

□刘兰福

那年那雪那人
□张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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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的一冷一热，母亲最先知道。季

节交替的变化，也是母亲最先知道。

从冷到热，从热转冷，冷暖的每一次

交替，季节的每一次转换，都是母亲最忙

碌的时候。

春天里，刮了几夜的东风，母亲就把薄

一点儿的棉衣拿出来晒，说：“过几天，你们应

该觉得热了，我先给你们晒上，方便你们用。”

果然没几天，这天就热了起来，母亲就把

晒好的单棉衣给我们拿出来。我们穿上

正合适。

等到夏初，母亲又把盖了一冬的被子拆洗

了一番，放起来。给我们换上了薄被子。天

热了，我们在学校里上学，一回家就喊着：

“娘，我热坏了，我要换单衣。”母亲就笑着

拿出单衣来，说：“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等到秋末，天一下子就凉快起来，母

亲也开始忙起来，她把冬天里拆开的棉被

又做起来，准备应对一场新的寒冷。

下了几场秋雨，还没等我们开口，母

亲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薄棉被来。

一进入冬天，她就忙着做棉袄，我和

哥哥、姐姐这一冬由薄棉衣到厚棉衣，都

是由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以后随着

天气的变冷，母亲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件件

的棉衣来，让我们换上，整个冬天我们都

被温暖包围着。

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些年里，每一年

母亲都是重复着这些过程。直到哥哥、姐

姐都成家立业，她还是在每年换季的时

候，重复着这些活儿。

母亲渐渐老了，脸上的皱纹越来越

多，头发都白了，做针线活儿要戴花镜……

可她还是关心着我的冷暖。

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了，我正在屋

里看书，却听到母亲叫门，我一开门，母亲

站在门外，手里还抱着一床被子。她说：

“我看今天晚上很冷，害怕再冻着你，给你

拿床被子来。”我并没感到冷，也没想到加

被子，是不是母亲多虑了。

结果那一晚，我睡着睡着真的感到身

上冷起来，拿出母亲为我送来的被子盖

上，一会儿就暖和过来了。

母亲是个平凡的女人，她这一生没做

过什么大事，只是她把她那深深的爱，表

现在每次季节的变换里。

那年初冬，邻居家的嫂子给我介绍了

一个对象，要我第二天上午去她家相亲。

第二天一早我便骑着自行车去镇上的供销

社买东西，早上走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回

来时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回

去的路程行至一半，鹅毛大雪已经在路上

铺了厚厚一层。

因为有了这雪花陪伴，我的心情相

当愉悦。忽然听到一声异响，脚蹬却怎

么也蹬不动了，下车检查，原来是车链子

脱落被卡住了，我在路边折了一截小树

枝，想挑着链子安到牙盘上，可链子卡得

很死，根本动不了，看着油污污的车链

子，我手足无措，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说：

“让我来。”我转脸望去，一位长着一张国

字脸的青年站在我后面，身旁支着他擦

得锃亮的自行车。被一个年纪相当的男

子看到这狼狈样，我的脸有点烧，没有吱

声，往后退了两步。他麻利地蹲下身子，

一阵鼓捣，好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我

看到他的左脸上沾了一点儿油污，我不

好意思地说：“你的脸……”“没事。”说

着，他抬手去擦，我刚想提醒他手上有油

污，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本来脸上只是一

小点儿油污，他这么一擦，一下子涂满了

半张脸，我忍不住扑哧笑了。我掏出口

袋里的手绢，给他，让他擦，他没有接，说

回去洗一下就可以了，手绢弄上油污不

好清洗。

他骑上自行车慌慌忙忙地走了。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邻居家的嫂子

在我家里等着我，说人家小伙子到了，让

我过去。我跟着嫂子去她家里，一进门，

就看到了在半路上帮我安车链子的国字

脸青年，他的左脸上隐约还有没有洗干

净的油污印子。难道我今天相亲的对象

是他？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他

看到是我，也略感吃惊。嫂子给我们互

相介绍了名字，就抱着她的宝贝儿子出

去了，让我们单独说说话。他叫新军，很

好听的名字。看得出来他很拘束，和刚

才在路上帮我安车链子时那种果断大方

判若两人，我心猿意马地等他先开口说

话，等了好一会儿，他只是红着脸低着

头，不吱声。看来等他先说话比登天还

难，我放下矜持，主动说了一句：“路上给

我的车安链子，谢谢你。”我这么一说，他

更紧张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看他还

不说话，我激将他说：“要没事，那我先回

去了。”他砸巴两下嘴，一个字也没有吐

出来，我羞红着脸转身跑了。

我回去后，本来等着嫂子来问我情况，

谁知都过去一天了，嫂子也没有过来，我就

纳闷，厚着脸皮去嫂子家，气冲冲地问嫂

子：“那人相不中我哪点？”嫂子纳闷地说：

“不是你相不中人家？！”“我……”嫂子接着

说，“他回到家就病倒了，得了相思病……”

我心里一咯噔，当即跑到供销社买了

几瓶水果罐头，让嫂子领着我去新军家，

我要去看看他。到了他家，他还真躺在床

上，是得了重感冒。床头的桌子上放着一

只大玻璃瓶，里面塞了满满一瓶子雪。我

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新军红着脸不

说话，嫂子见状，揶揄他说：“这么个大小

伙子，见着姑娘连句话都不敢说，前天和

你见过面后，还以为你相不中他，回去后，

找了一个大玻璃瓶，洗得干干净净，趁大

半夜路上没人，又跑到给你安车链子的地

方，装了实实一瓶雪，要留作纪念呢，这

不，大晚上那么冷，让冻感冒了……”

我听了，看着他，有点心疼，心里又

禁不住美美地想：你真傻得够可爱！

什么是幸福？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也许都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生活中，

我们常常听到身边一些同事或朋友讲：

幸福，就是有一个好身体、一个好家庭、

一个好心情、一帮好朋友，且有较好的

物质条件为基础等。其实，这些认知和

理解都不无道理。

词典里关于幸福的定义是：“指人

们无忧无虑、随心所欲地体验自己理想

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时，获得满足的

心理感受。”由此可见，幸福是人们对自

己理想生活感到满足的一种主观意识

和感受，是自然而然生于内心的一种本

真需求，而非客观标准。

一个人的幸福，不应由他人评判，

而是由自己亲身感悟。幸福感随着理

想、感知、生活、环境等诸因素的变化而

改变。

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感知幸

福、享受幸福，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

规范的、标准的答案。我认为，就幸福而

言，实际上是一个人收获时的一种心境、

一种知足、一种快乐。这种知足的心态

与感识，并非为之得到的丰厚物质利益，

而是自己给予别人时的那份快乐和为之

付出时所感知的一种价值追求和内在精

神的统一心境。只有达到本真需求的这

种快乐，方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由此联想到我省选派机关优秀党

员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不难看出，

“第一书记”们心系贫困地区，情注贫困

群众，带着党和政府、带着人民的重托，

放弃城市优厚的工作生活条件，舍小家

顾大家，毅然决然来到基层一线，来到

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之中，帮助贫困地

区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实现

稳定脱贫致富。通过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我们看到了党的宗旨在人民群众中

的体现，看到了人民公仆的为民情怀，

看到了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本质要求。在第一书记身上，体现了一

种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

意识，体现了一种实干精神、吃苦精神、

奉献精神，体现了一种无私奉献的为民

情怀。在和第一书记面对面交谈时，又

能从他们身上感到满满的正能量、满满

的幸福感！这种情系百姓、真心为民、

乐于奉献的精神，不正是做好自己、无

私付出的一种知足吗？而这种知足无

疑正是“第一书记”们的幸福所在！

总之，一个幸福的人，一定是快乐

的，一个快乐的人，也一定是幸福的！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才是人生长河中最

大的恒远的幸福！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门撑子”不是

像鞋撑子、衣服撑子之类的物件，而是

一种人，一种用来支撑门户的女人。

我们知道古代的官位是讲究品级

的，从一品大员到所谓的七品芝麻官分

得非常详细，当然了，待遇也是有云泥

之别的。封建朝廷为了使江山千秋永

固，不仅按品级给官员们开工资、发奖

金、造补贴，就连官员的家属也都能获

得封诰。丈夫官居几品，妻子就是几品

夫人、淑人、孺人等，民间将她们统称为

“诰命夫人”。“诰命夫人”没有实权，甚

至没有工资，只是个荣誉性的职务。虽

然仅是个荣誉性的职务，也足以让靓女

才女们趋之若鹜了。

如果官员去世了，“诰命夫人”的封

号待遇会继续保留，直至“诰命夫人”

去世才会被取消；如果官员仍在世，而

诰命夫人先一命呜呼的呢？对这样的

朝廷也会作人性化处理：官员再娶封

号待遇则会顺延给继任者。那么好

了，显示中国人聪明智慧的时机来了：

为了多享用几年“诰命夫人”的封号及

待遇，往往在“诰命夫人”先行去世后，

有的官员特别是七老八十行将就木的

官员并不是将二房或三房扶正，而是

再另觅一个年轻的，三媒六证，吹吹打

打娶进门来。至于二房三房，“自然升

格”的念想或者希望一下子也就被扼

杀在萌芽状态了。因为如果官员都七

老八十了，二房三房也该年龄不小了，

朝廷浩荡的皇恩，又能享受多少年

呢？整个家族的利益，她们个人的幸

福当然要服从家族的“集体”利益了。

新娶的“诰命夫人”俗称门撑子，顾名思

义，就是用来支撑门户的。

扯点远的，在封建社会正房的地位

和二房三房相比甩她们可不是一两条

街的距离。慈禧太后厉害吧，手握权杖

达半个世纪，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

章、张之洞这么牛的男人都被她“管理”

得服服帖帖的，但是她一辈子也没有

“洗白”自己西太后的身份。在清东陵，

尽管她的陵墓修得最大最气派，但还是

乖乖地排在了东宫太后慈安的后面。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风光无限

吧，他的生母去世了，他的同父异母的

哥哥，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却死活不同意

袁世凯的生母葬入祖坟，原因就是袁世

凯的生母是妾，而妾是没有资格埋葬在

祖坟里的。气得袁世凯从此和老家一

刀两断，他自己死后也没有葬在老家河

南项城，而是葬在了河南安阳。

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脑补一下，官

员临死前娶一个二十岁甚至十几岁的

黄花闺女当“诰命夫人”，这女人如果活

到七八十岁的话，这个家族就可以多享

受皇祚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啊，这样合

理合法地套取的不仅仅是朝廷的银子，

更主要的是政治影响力！别看在家里

是摆设，真要是和别人发生冲突打官司

的时候，门撑子隆重出场，凤冠霞帔打

扮一番，拿着龙头拐杖到当地官衙里点

上一点，戳上一戳，地方官员肯定要“慎

重”考虑一番的。我们所熟悉的豫剧

《七品芝麻官》中向县令唐成进行权力

示威的“诰命夫人”，其实就是官员家的

门撑子。她们是一种畸形的存在，她们

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影响甚至左右地方

官的正常执政。因为毕竟像唐成那样

能顶住压力秉公办案的官员是少之又

少的，更何况唐成也是个虚构的历史人

物呢！

好在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门

撑子这种封建社会特有的产物也就烟

消云散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真情世界

我把儿子打了，父亲知道后叫我去

他那儿，明摆着是挨训。

一进门，看见父亲陷在沙发里，鼻梁

上架着要脱落的老花镜，满目笑意地读

着书。我进了屋父亲也没搭理我，我坐

下了，父亲依旧不说话，看得正起劲儿。

气消了，我开始有些后悔。

有一会儿了，父亲才放下书，摘下眼

镜，揉了揉眼睛，不急不缓地说：“我种地

有年开荒，是新开荒的，想着土地贫瘠，需

要多上些粪肥，那年把两块地的肥都给了

那一亩八分地，我和你妈又没少挨累，我

倒不说了，你妈手心磨几个大血泡，想着

这样辛勤付出，肯定会有好收成。”

我不知道父亲要说什么，挨训竟然

说起种豆了，云里雾里地绕，但还是应

和着父亲，说：“那是肯定的，不付出怎

么能有回报呢？”

父亲乐了：“对呀，不付出如何谈回

报？但付出了就一定有好的回报吗？”

我突然好像明白父亲要说些什么了。

父亲说：“你还记得我领你割黄豆

的事吧？”

我点点头。

“多少有些恨我吧？这我不在乎，

我知道你有一天会感恩我的。”

我想起父亲当年领我割黄豆的情

形……

因高考落榜，无心复读。父亲使出

了杀手锏。我那时是有点恨父亲的，现

在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了。他把我甩

得远远的，我突然发现有一块空地。黄

豆竟有人割了？啊，我明白了，是父亲。

“你说那年丰收了吗？”父亲又说先

前的那块地。

“当然！”

“都窜了秧，基本没收成！”

我愣愣地看父亲：“怎么可能？”

“肥上多了！付出是有方法的！”

这时，我才明白父亲要表达的意思。

茅塞顿开的我点点头，什么也没

说，走出父亲的书屋。一脸笑意的父亲

戴上老花镜，一副老学究的样子甚是可

敬可爱，又开始了他的读书。

父亲种豆 小小说

□朱宜尧

一

在现代文明的原野上放牧，让人类餐

桌上美好的生活从一头猪开始。猪的食

用价值，猪的奉献精神，猪的哲学，在牧

原，如鲜花开放。

有人说：一个伟大的企业不是说它有多

少钱，而是看这家企业为社会做出了多少贡

献，为社会解决了多少问题，为推动人类社会

向着美好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

然而，企业是要发展壮大的，商业是要

赚取利润的，钱是经济运行的支柱，没有钱

是万万不行的。那么，什么是优秀的企业，

优秀企业的形象和核心价值观又是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在一个风和气清，天

蓝光暖的午后，我们走进了牧原。

二

站在绿草如茵、花木簇拥的广场上，一

边是雄伟、高大、方正、厚重的办公大楼，一

边是线条、时尚、创新、别致的金碧辉煌的

金字塔形会议中心。站在这里，风带着冬

的气息、花的清香涌来，仿佛不是一个企

业，而是一座花园。

走进宽敞、恢弘的办公楼一楼大厅，

正墙主幕上，巍峨山脉前是开阔的草地和

一片金黄的麦子；草地上，是九曲十八弯

的一条河流，流向远方。山、水、草地、麦

浪，既是和谐的生态，又是诗意的栖居。

侧壁上，是企业理念价值观等，我是

个粗糙的人，不喜欢这些文字的把戏和繁

缛，但一杆老秤和一台天平吸引了我。这

是用物的形象在表达着牧原的理念和追

求：良知、良心，公平、公正。因为，古秤不

但称量斤两，更称量良知、良心；天平是公

平的，一点的不平，就会倾斜，就会倾覆。

独具的物象，独具的匠心，让我的心也清

凉上升了许多。

这是一片土地上的牧原，一个养猪的

企业，一个大汉民族餐桌上普普通通的一

种肉质食品。

他们要用一种信仰感恩大地，他们要

用一种食物营养天下。

企业的内部数据都很多，我摘几个热

眼的吧：2018年生猪出栏1101万头，营

业收入133.88亿元；2019年1月至12月

上旬，出栏940万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47.7%；企业董事长秦英林夫妇连续多

年蝉联河南首富；最近发布的福斯坦中国

富豪榜排名第九；目前牧原总市值在

2000亿元上下……

在会议室中心的廊壁上，我看到两篇

极致的文章，一篇《拜猪文》，一篇《猪的哲

学》。都不长，像散文又像哲理诗。

企业家也是如此。自己时时提醒：我

不是猪——共同富裕方显人类高贵。既

然知道财富守不住，为何还要当一个守财

奴，苦苦守护？

既然财富最终是奉献社会，何必在财

富创造的过程中，巧取豪夺，以身犯险？

最后的提示语：只为自己肥，那是猪

的理想！共同富裕，方显人类高尚！

两篇“颂猪文”写得如此凝练，如此高

度，如此通透，如此哲理，一个长期舞文弄

墨的人，面向极致的光和能量，我也汗颜

了；如此傻乎乎，乐呵呵的生死观，奉献精

神，形而上的殉道理想，明白世间，我简直

要拜倒在猪精神的光辉下！

这猛然让我想起格言般的诗句：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

铭。套用在伟大的企业上，就是：私利是私

利者的通行证，伟大是伟大者的墓志铭。

三

参观会议中心的视频和信息数据，各

种图片和屏幕显示着互联网时代的科技

进步和快捷。

观察2019世界500强最新名单，中

国企业上榜数量增至129家，首次超越美

国成世界第一。再看2019中国企业500

强榜单，营业收入规模在1000亿元以上

的企业数量为194家，有6家企业的营业

收入突破1万亿元。

振奋人心的数字，让我们为“中国速

度”骄傲不已，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越

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规模之外，我们还需

要听到另一种声音：中国的大型企业越来

越多，而能称之为“伟大”的有多少呢？究

竟什么样的企业才能称得上“伟大”？在

营收规模、员工数量、产品创新等维度之

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关键要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曾

说，中国企业很多是“伪大”，而不是“伟大”。

纵观世界，我们发现，生命延续一百

年、几百年的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有这

样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对社会责任的重

视和践行。那些真正的企业家很少是任

命、吹捧出来的，而是自己一步步从困境、

磨砺，甚至死亡的痛苦和凤凰涅槃的炼狱

中成长起来的。

牧原现在已是10万员工的大企业，以

后，20万人、跨省公司、跨国公司，20万人

背后联系着多少家庭和产业链，咋管？纪

律、制度、奖励模式、管理模式，可能都不是

最好的办法。“人人都是企业的主人”，人人

都是一片能打能拼的小天地，让无数块小

天地都有经络联系着，并且用一种向上的

光和能量凝聚整个机体，都通向指挥部和

企业核心，企业才能“形散而神不散”，纲举

目张。集团是太阳，永远普照着每一块小

天地和每一个人。

再看一组数据：几年来，牧原集团和

秦英林夫妇个人支持扶贫、教育工作，爱

心捐献社会和个人财物的几个数据：从

2017年起，牧原每年向起初的养猪基地

内乡县捐助教育基金5000万元，连续20

年；236亿元投向50多个贫困县建设养猪

扶贫基地；捐助1亿元对应市值股票支持

西湖大学……

够了，这就够了，硬数据的背后是一颗

颗鲜活的爱心，是一个企业逐渐生长出的创

造财富、服务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基因。

企业有价，爱心无价，企业精神无价，

伟大的企业无价。

四

每个人都是一个思想者。

一个企业家，如果只以追求利润为目

标，那只能算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企业

家。有企业家曾感言，“富贵”两个字，它们

不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有不少人，“富”而

不“贵”。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的一

分子，能用你的金钱，让这个社会更好、更

进步、更多的人受到关怀。内心的富贵才

是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善念”和“悲悯”

之根，当一个人心怀大慈大悲、向上向善，

找到内心的崇高感，也许才得以成就大功

大业。

财富是什么？从小我来说，是一堆金

银珠宝、香车宝马，是吃喝享乐，是排场无

边和优裕生活，但对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来

说，财富已外化成一个数字和一个符号，

财富是你的，更是社会的、大家的。

秦英林说：你别看我平时不吭声，很

低调，可在关于产业行业、大众利益、公平

公正、社会进步的大是大非中，我是敢发

言的。追求真理，维护真理，我甚至可以

以命相抵。这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

让我想到牧原办公大楼上的理念：追求极

致，内方外正。

中国士大夫一向怀着“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夙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

命，为天下开太平。”也应该是一个优秀企

业家的境界追求。

秦英林，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养猪

的，一个猪倌儿。他的“士”心，他的企业

家心，又是什么呢？

我想起了他的爱好：思考、哲学、写

诗；喜欢沙漠中金黄灿灿的胡杨。

我想，天地有大伟美而不言，土地

因厚德而载万物。当秦英林站在天安

门前的花车上向亿万观众致敬，当他在

人民大会堂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当他

以个人之力带领10万、20万员工，立志

要成为养猪世界第一，为全人类文明餐

桌上奉献美好生活的时候，什么也不用

说了。

牧原，牧天下幸福之原，养猪，养一部

猪的奉献史和人生思想史。

在原野上放牧美好
□水兵

感悟幸福 随笔

□高贵友


